
 

 

108 年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（USR）計畫共培系列活動-SIG 社群交流(4) 

創新．協作．在地實踐 

一、 前言 

    USR 計畫讓大學師生進入在地面對問題，並提出方案進行實踐行動，除尋求在地問題的解

決外，也藉課程帶入場域，提供學生場域實踐學習的機會。而此帶入場域的課程發展，一方面

在「課程因應」的角度，從一、兩年計畫的場域需求，規劃相關因應課程(或學程)外，另一方

面從「人才培育」的角度，是否能「培育可以因應在地需求的場域實踐型人才」?且如何能支持

「此類人才畢業後持續參與場域實踐」? 將不只是 USR 計畫長遠發展的更重要目標，且是目前

面對大學教育學習與社會需求的落差，大學所需承擔的社會責任。 

    本次共學論壇將藉由主題演講提示「因應在地需求的場域實踐型人才」的期待與其特質，

並以 A)農業發展相關議題、與 B)建築/環境發展相關議題為對象，藉由不同的 USR 大學在不同

場域展開的行動實踐經驗，探討「因應在地需求的場域實踐型人才培育」與「支持其畢業後持

續參與場域實踐」的可能性。  

   「因應在地需求的場域實踐型人才」常需具有「在地需求因應取向」、「實踐取向」、「跨領域

取向」、「協調與經營取向」等共同特質。在培育課程上，目前雖有從整體反思的角度發展新的

專業定義規劃授課內容(學程)之外，從「既有科系專業課程進行調整」以因應此類人才培育的

需要，應該是一種務實發展的方式。因此，本次共學論壇將藉農業與建築/環境相關議題的場域

參與老師，探討因應「場域實踐型人才培育」下，既有系所的課程因應調整的可能性。 

本次共學論壇將分為兩個場次同時進行： 

A)農業發展相關議題上: 將邀請三所 USR 大學的農業系所老師，就其農業發展相關議題的場域

實踐中發展的推動機制，討論支援此推動機制長遠持續運作的在地人才需求與其培育的可能

性。並於共學論壇前安排觀摩成大 USR 計畫「農牧共好農民共學機制」的「農民師傅經驗共學

活動」，提供共學論壇議題的案例參考。 

B)建築/環境發展相關議題上，將邀請六所 USR 大學的建築系所老師，就其在地場域展開的行

動實踐中，探討「因應在地需求的場域實踐型人才培育」的課程因應現況與未來發展，以及

「支持學生修課畢業後持續參與場域實踐」的可能性。同時，亦從場域實踐型人才的「跨領域

取向」特質的角度，藉由安排參與農業相關議題論壇，增進對不同領域的場域實踐型人才的共

同特質的理解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國立成功大學 

三、 協辦單位：教育部 USR 推動中心 

四、 日期：108 年 11 月 11 日(一)8:30-17:30 

五、 地點：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一、二演講室 

 



 

 

六、 參加對象：對「農業議題：因應在地需求的場域實踐人才培育」及「建築/環境議題：因應在

地需求的場域實踐人才培育」相關實踐經驗的 USR 計畫團隊。兩場論壇參與人數上限各為

40 人。歡迎踴躍報名(額滿截止，以報名優先順序為主)。 

七、 報名網址：即日起至 11/06(三)止，https://forms.gle/aN6xpP4XQCvPB5qb8。若有任何問

題，請洽(06)2757575#54159 蔡小姐，atsaialma@gmail.com。 

八、 注意事項： 

 為響應環保，請來賓攜帶環保水杯及環保餐具。 

 本表單所蒐集個人身份資訊，僅會作為 11/11 本次活動當日保險加保使用。主辦單位

將遵守保密原則，敬請安心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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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活動議程：論壇(一) 農業議題：因應在地需求的場域實踐型人才培育 

USR 共學論壇(一)：農業議題 

因應在地需求的場域實踐型人才培育 

時間 活動 地點 

0830-

0900   
報到 

國際會議廳

B1  

第二會議室 

0900-

0930 

開幕式-貴賓致詞與頒發感謝狀 

開幕貴賓：成功大學林從一副校長、行政院農糧署南區分署姚志旺分署

長、財團法人大武山文教基金會曹啟鴻董事長、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研究所

廖麗玲博士 

0930-

1010 

成大農民共學機制觀摩 

「成大農牧共好共學活動」：農民師傅經驗分享 

1010-

1030 
成功大學 USR 計畫成果展發表攤位導覽 1F 多功能廳 

主題演講 

1030-

1040 
共學論壇 開場 

國際會議廳

B1  

第一會議室 

1040-

1110 

主題演講 I：入世學術人 

主講人：成功大學副校長/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主任 林從一教授 

1110-

1140 

主題演講 II：場域實踐課程在知識創建與傳遞的角色定位 

~反思「模式 2.0」的知識建構過程 

主講人：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/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副主任 董旭英教授 

議題論壇 

1140-

1240 

論壇議題：大學與農業社群的協作與培力 

主持人：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/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副主任 董旭英教授 

主講人： 

 具 LBS 功能的農業創生系統—修平科技大學專案計畫中心主任/行銷

與流通管理系 李文明副教授 

 智慧農學友善環境欣農業—虎尾科技大學農業科技系 戴守谷副教授 

 農牧共好農民共學機制—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簡義明副教授、建築研

究所 何星瑩同學 

 綜合討論 

討論議題：支援大學與農業社群協作永續運作的場域實踐型人才特質 

國際會議廳

B1  

第一會議室 

1240-

1400 

SIG 議題社群交流(用餐)：支援大學與農業社群協作的推動機制與場域實踐

型人才培育 

主持人：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簡義明副教授 

討論議題： 

一、 大學與農業社群協作的推動與支援機制 

二、 大學與農業社群協作永續運作的場域實踐型人才培育 

1F 多功能廳 

1400- 賦歸   



 

 

十、 活動議程：論壇(二) 建築/環境議題：因應在地需求的場域實踐型人才培育 

USR 共學論壇(二)：建築/環境議題 

因應在地需求的場域實踐型人才培育 

時間 活動 地點 

0830-

0940   
報到 

國際會議廳

B1  

第一會議室 

0940-

1000 

開幕式-貴賓致詞 

開幕貴賓：臺南市政府 許育典副市長、成功大學 林從一副校長、教育部

USR 推動中心代表 

大合照 

1000-

1030 
成功大學 USR 計畫成果展發表攤位導覽 1F 多功能廳 

主題演講 

1030-

1040 
共學論壇 開場 

國際會議廳

B1  

第一會議室 

1040-

1110 

主題演講 I：入世學術人 

主講人：成功大學副校長/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主任 林從一教授 

1110-

1140 

主題演講 II：場域實踐課程在知識創建與傳遞的角色定位 

~反思「模式 2.0」的知識建構過程 

主講人：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/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副主任 董旭英教授 

論壇議題 

1140-

1240 

論壇議題：大學與農業社群的協作與培力 

主持人：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/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副主任 董旭英教授 

分享人： 

 具 LBS 功能的農業創生系統—修平科技大學專案計畫中心主任/管理

學院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李文明副教授 

 智慧農學友善環境欣農業—虎尾科技大學文理學院農業科技系 戴守

谷副教授 

 農牧共好農民共學機制—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簡義明副教授、建築

研究所 何星瑩同學 

 綜合討論 

討論議題：支援大學與農業社群協作永續運作的場域實踐型人才特質 

國際會議廳

B1  

第一會議室 

1240-

1340 
午餐暨自由交流 1F 多功能廳 

共學圓桌論壇 

1340-

1600 

共學圓桌論壇 I：因應在地需求的場與實踐型建築人才培育 

主持人：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劉舜仁教授 

與談人： 

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邱韻祥副教授 

國際會議廳

B1  

第一會議室 



 

 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 許倍銜副教授 

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系 曾逸仁系主任/副教授 

 東海大學建築系 蘇睿弼助理教授 

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研究所 曾旭正教授 

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 陳世明副教授 

1600-

1620 
中場休息&交流 

1620-

1720 

共學圓桌論壇 II：場域實踐型建築人才的出路與社會支持體系 

主持人：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 曾旭正教授 

與談人： 

 台南市政府經發局產業發展科 顏惠結科長 

 水牛設計部落有限公司負責人 呂耀中 

 以社方有限公司 盧紀邦 

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邱韻祥副教授 

 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 許倍銜副教授 

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系 曾逸仁系主任/副教授 

 東海大學建築系 蘇睿弼助理教授 

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 陳世明副教授 

國際會議廳

B1  

第一會議室 

1720-

1730 

綜合座談 

主持人：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 曾旭正教授 

1730 賦歸 

 

  



 

 

十一、交通資訊 【光復校區 國際會議廳】 

 自行開車（國道路線） 

南下：沿國道一號南下 →下大灣交流道右轉 → 沿小東路直走即可抵達本校。 

【自國道三號南下者，轉國道 8 號（西向），可接國道一號（南向）】 

北上：沿國道一號北上 → 下仁德交流道左轉 → 沿東門路(西向)往台南市區直走 → 遇林森路或

長榮路右轉(北向)，即可抵達本校。 

【自國道三號北上者，轉 86 號快速道路（西向），可接國道一號（北向）】 

 搭乘火車 

於台南站下車後，自後站出口（大學路），大學路左側即為本校光復校區。 

 搭乘高鐵 

搭乘台灣高鐵抵台南站者，可至高鐵台南站二樓轉乘通廊或一樓大廳 1 號出口前往台鐵沙崙站搭乘 

台鐵區間車前往台南火車站，約 30 分鐘一班車，20 分鐘可到達台南火車站；成功大學自台南火車

站後站步行即可到達。 

 


